
軒尼詩道官立小學(銅鑼灣)
2021-2022「校本言語治療服務」家長講座

透過日常生活經驗提升孩子
的口語理解及表達能力



目標:
1. 遊戲中學習的好處
2. 孩子理解及表達的常見問題
3. 提升孩子的口語理解及表達

能力的方法

講座內容









學生常見的問題









叙事 - 同學B:

●「今日朝早,有兩個大人兩個小朋友去咗行山。
行咗一陣 , 跟住有個小朋友暈咗落地下, 大人見
到就睇下發生咩事, 跟住有個大人Call救護車, 跟
住有個小朋友想打畀救護員, 不過佢個電話冇曬
電, 跟住個大人就打倒畀救護員, 跟住就講:「我
哋行緊山嗰陣時見到一個小朋友暈咗,跟住佢個
水樽又冇曬水」, 跟住就講:「快啲過嚟!」, 結果
救護員揸救護車過到嚟送小朋友去醫院。



同學B:

1. 有交代故事背景(時間、地點、人物)、起因、經過、結果
2. 沒有清楚交代「主語」->過度運用「大人、小朋友」
3. 未能仔細描述故事經過 ->「哥哥塊面同膊頭都晒到紅晒…最後

佢地報警求助。」
4. 只能運用時序連接詞->「跟住、跟住」->因果/轉折 ->「由於天

氣酷熱，所以弟弟中暑暈倒」
5. 沒有交代人物感受 -> 痛苦 / 緊張 / 害怕 / 徬徨無助 / 有驚無險



家長的角色

•學習伙伴: 一同改正
語障問題
•治療師: 教導、給予
提示、示範及評語
•支持者: 給予支持、
鼓勵
•溝通對象: 應用、實
踐的對象



詞彙策略

1.聯想訓練
2.定義訓練
3.同義詞/反義詞



1. 詞語 - 聯想

• 按課文主題聯想相關詞彙
• 根據提供的主題，聯想出跟主題有關的詞彙
• 例如:  「農曆新年」 「復活節」
• 賀年食品、恭賀語、習俗……
• 復活蛋、耶穌復活

• 建立詞義關係，加強聯想能力



作用：
◼ 詞首／詞尾的連繫
◼ 訓練步驟：
◼按課文主題聯想相關詞彙
…

「聯想訓練」– (i) 字詞連鎖



• 以視覺形式組織已學過及新學的字詞:
• 學生創作時很容易便會忘記

• 需要幫助學生有系統地擴展和組織字詞的關係，建立字詞
的語意網絡運用圖象策略!

• 策略運用: 太陽圖/衛星圖
把目標類別名稱寫在圖中心

「聯想訓練」 – (i) 心智圖



腦圖組織法



2. 字詞定義 – (i)情境學習



作用：
•鞏固學生對詞義的認識
•增加圍繞目標詞彙的資訊
•長遠建構詞彙

訓練步驟：
•家長從課文選出目標詞並製作詞語卡
•學生抽詞語卡，並負責解釋該詞語
•「詞語卡」買賣市場 - 儲齊一定數量的詞語卡，可以換領獎
賞 （小小禮物、一次出外遊玩的機會）

「定義訓練」(ii) 詞語猜一猜
遊戲-詞語買賣市場



3.「同義詞」- (i) 詞義連續圖
將詞語分類別／不同程度去學習如：

情緒詞程度

開心－興奮－興高采烈

唔開心
(傷心、悲傷、哀痛 …）

嬲
（生氣 - 憤怒 -怒髮衝冠 …）

驚
（害怕 - 驚慌 -提心吊膽…）

其他情緒:
（擔心、緊張、放心、感動、內疚、慚愧、好奇）

感受詞

詞彙運用



同義詞/相反詞



從日常生活提升敍事、說明能力



活動：
• 圖片描述
• 程序描述: 搭巴士過程、超市購物過程

• 說故事: 三隻小豬、白雪公主

• 敍述經歷 : 
口頭報告、見聞分享
例子:「請報告一次你遺失心愛物品的經過和感受。」

叙事/描述



- 以學童有興趣的事物為主題

鼓勵表達意見和感受，並說出原因

- 豐富日常經驗 ，讓學童親身嘗試或感受該情景

去街市，搭不同交通工具，進行親子活動

- 收看具質素的節目 / 圖書

卡通片故事 : 多啦a夢 - 會唔會日常生活都有這些困難或者遭遇?

在日常生活中…



故事結構—宏觀層面



Story Champs (Language Dynamics Group, 2021)
視覺提示 ‘圖像’



故事結構—微觀層面

連貫性
•善用不同連接／關聯詞
•用詞的準確性
•減少使用「佢」、「呢度」、「野」等字眼
•生動性
•加入對話
•聲音扮演
•加入表情
•豐富的詞彙



日常敍事訓練

有一天，孩子放學回家後你發現他的膝蓋擦傷了……

你會…? 

在日常生活中…



新聞分析訓練

與孩子一起閱讀一段新聞……

以六何法 (5W1H) / 腦圖方式找出該段新聞的

在日常生活中…

何地？

Where

何人？

Who

何時？

When

何事？

What

為何？

Why

如何？

How



遊戲 - 故事接龍

訓練目標: 敍事組織

• 玩法: 首先，一名參加者抽
取一張故事圖卡來創作故事。
• 接着，下一位要抽另一張
物件圖卡，並需要
運用該物件繼續創作故事，
如此類推。



桌上遊戲 -介紹玩法

活動：介紹遊戲玩法
訓練目標:
•句式運用
•連接詞的運用
•例如﹕
•運用比較句(如: 我快過你3步)
•運用被動句(如: 我嘅紅色棋被你食「左」)
•運用複句（如：如果擲到三次六，飛機就
要重新返去起點。)



桌上遊戲「五秒定律」
訓練目標:
增加詞彙
提升說明能力



教材一
● 教育局
● 「輕鬆教、輕鬆學 - 聽說讀寫教

學策略資源套」教材套

● https://www.hkedcity.net/sen/sli/
training/page_516792c225b719067
b040000

● 內容:
● 分為 《 詞彙 》 、 《 語法 》 、

《 篇章 》 、《 語用 》

● 訓練篇挑戰篇，讓學生根據程度
循序漸進地學習。

https://www.hkedcity.net/sen/sli/training/page_516792c225b719067b040000


1. 字詞聯想
2. 字詞歸類(類別命名、類別成員命名)

3. 字詞定義(情境學習、語意分析、
尋找目標詞、解釋詞語、字義提示)

4. 同義詞及近義詞
5. 反義詞
6. 象徵性用詞(成語、諺語)

7. 抽象詞彙
8. 認字策略
9. 書面語與口語詞彙差異

詞彙篇



● 教育局
「詞彙策略輕鬆學
閱讀寫作添歡樂」教材套

https://www.hkedcity.ne
t/sen/sli/training/page
_516792c825b719067b0a
0000

教材二

https://www.hkedcity.net/sen/sli/training/page_516792c825b719067b0a0000


故事演說創作比賽: 「關愛他人，快樂自己」

組別 項目

一至二年級 親子說故事比賽

三至四年級 四格漫畫故事創作比賽

五至六年級 短篇故事創作比賽

有關比賽詳情如下：2022年5-6月舉行
1.比賽項目及組別：



Q & A



THANKS!

● 家長講座問卷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
/1FAIpQLSckRfZ1E2e9MkjRdAAgK
D1HmLaFlSpdJWD30hY6ld8hhM0
s_A/viewform?usp=sf_link

＊謝謝你的寶貴意見＊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ckRfZ1E2e9MkjRdAAgKD1HmLaFlSpdJWD30hY6ld8hhM0s_A/viewform?usp=sf_link


多謝各位


